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用友网络 600588 用友软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青 王臆凯

电话 010-62436838 010-6243683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号

电子信箱 ir@yonyou.com ir@yonyou.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030,227,147 17,538,382,707 -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21,108,209 7,172,633,891 -13.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7,520,355 -321,855,084

营业收入 2,950,327,302 3,313,006,831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600,951 482,379,589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07,673 264,296,562 -1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0 7.24 减少 6.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9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93.3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0,7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35 921,161,630 0 质押 280,289,539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07 392,069,275 0 无 0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 129,000,000 0 无 0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6 128,641,006 0 质押 66,638,000

葛卫东

境内自然

人

3.71 120,497,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36 109,290,227 0 无 0

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7 80,361,271 0 无 0

刘世强

境内自然

人

2.24 72,709,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9 61,288,979 0 无 0

上海合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

道科创 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5 56,964,76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科技”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用友咨询” )和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研究

所” )因受相同控股股东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简称“上海益倍” )�执行董事与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共青城优富” )�执行事务合伙人因同时担任用友咨询与用友研

究所的董事而分别与用友咨询和用友研究所形成关联关系。 上海益倍与

共青城优富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用友科技因受

不同控股股东控制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五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不了解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50,327,302元，同比减少 362,679,529 元，下降 10.9%。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600,951 元，同比减少 456,778,638 元，下降 94.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707,673 元，同比减少 281,004,235 元。 报

告期公司经营效益下滑，主要因素为：疫情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阶段性影响，部分大中型企

业客户采购延后，一些小微企业客户谨慎、减缓采购带来收入特别是软件收入下滑；人才投

入，按照年度计划，针对新的市场机会，加大了高级专业人才的引进；承担社会责任，公司不仅

未专项裁员，还增加了部分新产品研发人员，并对部分优秀的员工适度涨薪，公司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未安排涨薪；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750,435,742 元，同比增

长 59.1%，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软件业务实现收入 1,587,325,825 元，同比下降 29.4%，受新冠肺

炎疫情阶段性影响，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务在坚持科技金融、稳健发

展的方针指引下，控制了展业力度，实现收入 154,223,272元，同比下降 58.2%。

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收入（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收入）按照企业规模分类，小微

企业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7,866 万元，增长 73.8%；大中型企业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67,178�万

元，增长 57.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云服务业务的累计企业客户数为 597.26 万家，其中累计

付费企业客户数为 56.71 万家 , � 较 2020 年一季度末增长 5.6%（较 2019 年半年度末增长

31.9%）。

（二）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疫情防控、创新发展，两手抓、双成功” 的指导思想，在做好疫

情防控、保护公司员工生命健康安全的同时，克服公司总部所在北京地区年初疫情和 6 月份

疫情阶段性反复造成的困难，针对新的市场机会和客户需求，加强研发，加快产品发展；采取

更多线上营销方式大力度地拓展市场，积极促进业务发展，以降低疫情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

司加速云转型步伐，升级高端业务全栈能力，提升中端业务的竞争力，加快小微企业生态拓

展。 为抢抓数智化、国产化、全球化历史性大机遇，公司决定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主要投

入构建全球领先的用友商业创新平台 YonBIP。

报告期内，据 IDC 报告显示，公司在 2019 年中国 SaaS 市场占有率第一,�并在财务、供应

链管理、企业资源管理、库存管理、事件营销、订单管理、生产管理等多个细分 SaaS市场占有率

第一；根据赛迪顾问报告显示，2019 年度公司蝉联中国 SaaS市场占有率第一。

报告期内，用友云市场应用商城入驻伙伴超过 6500 家、入驻产品及服务超过 10000 个，

成为国内领先的线上、线下一体化云生态服务平台，已上市 80 余款云生态融合型产品，云生

态融合产品业绩取得快速增长。

1、大型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研发和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智能化、高弹性、安全可信、社会

化、全球化、平台化、生态化的用友商业创新平台 YonBIP，YonBIP 融合了先进且高可用技术

平台和公共与关键商业应用与服务，支撑和运行客户的商业创新（业务创新、管理变革）。 公

司发布了低代码开发平台 YonBuilder，发版了 NC� Cloud2020.05，签约了中国南方航空、鞍钢

集团、雪花啤酒、江苏恒力化纤等一批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积极推进了国产化替代项目，助

力企业数智化转型与建设。

报告期内，用友财务云、人力云、制造云、采购云、协同云等领域业务结合市场需求热点，

聚焦应用场景，加快产品发展，持续提升服务，丰富应用方案，深耕客户需求，签约中信银行、

中兴通讯、中国纸业、红狮控股等一批标杆客户，实现业绩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汽车、金融、烟草、电信和广电、餐饮等行业大型企业解决方案业

务，签约了中国联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汽集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稳步推进了行业云

服务业务。

2、中型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中型企业的云服务包 YonSuite 发布了 V202005 版本，通过营销电商

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业财税金一体化、协同一体化，帮助成长型企业快速重启商业，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签约中国医药、江苏中孚达科技、浙江欧姆龙电梯、香港北大荒经贸等典型客户，

YonSuite荣获中国极具创新 SaaS云服务平台奖。

报告期内，公司 U8Cloud 云 ERP 产品获得客户和市场的高度认可，业绩实现高速增长。

公司面向中型企业的软件业务稳定发展，发布了 U8+V16.0，一键实现发票快速采集验真、票

面解析、自动匹配生单等功能。

3、小微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小微企业财务和管理服务，加快生态合作伙伴拓展，构建多元化、生

态化的渠道体系，鼓励渠道合作伙伴向云服务业务转型。 公司发布票财税一体化的智能云财

务应用高端版本畅捷通好会计旗舰版，强化智能云财税功能；推出了好生意旺铺版等云服务

新产品，实现生意在线、客户在线、办公在线；发布 T3十年荣耀版，“云 +端”模式帮助客户更

方便掌握经营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在小微企业市场，联合直播平台和上千家合作伙伴，举办“十年·云起系列

直播活动” 、“420 畅捷通十周年企业老板专场大型直播活动” 、“520 我爱小微企业” 等系列

营销活动，打通企业服务在线营销新模式，该规模化获客及联合运营模式得到合作伙伴与客

户的广泛认可。

4、政府与其他公共组织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财政管理业务上继续加大财政核心业务投入，打通财政管理业务与大

数据系统，全力推进省级客户的财政预算一体化；在社保方面抓住医保行业发展期，加强市场

营销，引领全国医保行业市场。 公司获得“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等级证书（CS4 级）” 认

证资质，成为全国首批通过此项专业能力评级的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教育部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研发“1+X” 证书考试平台，支持全

国上百考点、上千人的财务数字化、业财一体信息化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推出“助力

停课不停学，新道云冲锋上前线”专项服务，开展百余场课程直播、线上实习实训、竞赛等教学

活动，助力解决疫情期间的授课、学习、实习、就业等问题。

5、金融等其他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务坚持稳健经营策略，持续推进业务转型与升

级。公司决议实施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畅捷通支付股权，聚焦云服务主业。公司互联网保险经

纪业务大力引进市场热销保险产品，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客户数量稳步增加。

6、人力资源与团队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总数为 17115人,同比增加 756 人。针对新的市场机会，公司加大了高

级人才特别是高级研发人才的引进力度。 公司积极推进实施了新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调动了

骨干员工积极性，有效增强了人才吸引力。

（三）公司 2020 年下半年度经营计划

8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指出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关键力量，鼓励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应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通过政策引导，以市场

应用为牵引，加大对软件创新产品的推广力度，带动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公司所处软件产业

再添政策利好，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贯彻用友 3.0-II 战略，抢抓数智化、国产化、全球化三浪叠

加的历史性大机遇，扎扎实实落实好各项经营计划，全力以赴力争实现公司全年各项经营目

标：

1、狠抓产品发展

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 YonBIP平台及核心应用产品发展，发挥已有产品基础的

优势，实现新的突破，成为产品竞争力全面领先的产品。

2、升级高端业务全栈能力

公司将强化公司高端品牌形象与市场影响力，优化传播与广告投放，提升市场占有率；加

强大企业数智化的咨询、规划、建设能力，继续强化行业化解决方案的创新能力，加速各类专

业生态伙伴合作，抢占数智化和国产化替代的市场机遇。

3、加速云转型步伐，提升中端业务竞争力

公司将继续完善 YonSuite 产品，提高交付体验，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规模化发

展。 同时，公司将加强中端市场营销，强化产品与方案的价值营销、案例营销，加强与产业生态

ISV的合作，加强渠道扶持力度，促进伙伴转型与成功。

4、继续稳健发展金融业务

公司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务、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等金融业务，继续按照科技金融

的方向，遵循监管政策要求，稳健发展。

5、优化组织结构，加大人才引进

公司将继续构建与强化组织能力，优化组织架构，加速团队转型，加强能力建设与知识赋

能，强化梯队与继任者计划，提升组织战斗力。 下半年，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高级研发人才、数

字化转型专业服务人才和高素质应届生的引进力度，提高人才竞争力。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是进入企业互联网（To� B）市场的公司增加，企业服务产业竞争加剧；

二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整体经济下行对客户采购的影响；

三是高端人才竞争加剧、人员成本上升。

2、应对措施

一是公司将按照 2020 年度经营策略要求，坚持战略导向、客户驱动、体系化运营，实现业

绩增长；

二是 To� B服务市场具有较高的行业壁垒，公司具有 32年为客户提供应用和服务的经验

能力，以及技术、人才及品牌等优势，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充分发挥公司已有的竞争优势；

三是公司拥有众多优质老客户的基础， 可以快速引流客户到云服务及金融服务应用，实

现云服务业务的规模化发展；

四是公司将打造和推进用友商业创新平台 YonBIP，加强生态构建和伙伴合作，采取多种

措施克服疫情影响，帮助客户简单、便捷、随需、随时、随地地开展商业创新，并促进公司云服

务业务的高速增长；

五是促进人才流动，加快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赋能员工，激发组织活力，强化激励，提

高人员效率；推行文化官制度，强化价值观评价对员工发展的作用。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 )。

本集团自 2020 年 1月 1日开始按照上述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

他综合收益。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 根据新收入

准则，确认收入的方式应当反映主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模式，收入的金额应当反

映主体因向客户转让该等商品和服务而预计有权获得的对价金额。 同时，新收入准则对于收

入确认的每一个环节所需要进行的判断和估计也做出了规范。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影响如下：

合并口径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新收入准则影响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 12月 31日 重新计量 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1,234,210,969 -279,588,866 954,622,103

合同资产 2,762,233 2,762,233

存货 22,859,468 722,712,278 745,571,7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4,488,481 67,145,385 201,633,866

资产总计 17,538,382,707 513,031,030 18,051,413,737

预收账款 1,267,738,456 -1,262,755,707 4,982,749

合同负债 2,283,760,535 2,283,760,535

应交税费 299,898,103 -2,552,743 297,345,360

其他流动负债 123,771,936 -16,574,798 107,197,138

预计负债 375,894 375,894

负债合计 9,244,192,784 1,002,253,181 10,246,445,965

盈余公积 997,252,171 -10,563,889 986,688,282

未分配利润 2,394,562,400 -388,251,552 2,006,310,848

少数股东权益 1,121,556,032 -90,406,710 1,031,149,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294,189,923 -489,222,151 7,804,967,772

母公司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新收入准则影响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 12月 31日 重新计量 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513,581,159 -49,912,378 463,668,781

合同资产 0 0

存货 15,172,614 244,424,459 259,597,073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949,113 9,753,422 60,702,535

资产总计 12,687,146,731 204,265,503 12,891,412,234

预收账款 551,763,854 -551,763,854 -

合同负债 833,914,721 833,914,721

应交税费 115,667,121 0 115,667,121

其他流动负债 54,666,027 -7,459,436 47,206,591

负债合计 6,287,774,873 274,691,431 6,562,466,304

盈余公积 997,252,171 -10,563,889 986,688,282

未分配利润 2,106,256,587 -59,862,039 2,046,394,5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99,371,858 -70,425,928 6,328,945,930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 2020－065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起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用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公

司全资子公司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优普” ）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共同设立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江苏用友” ），公司持股 90%，用友优普持股 10%。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对外投资概述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用友优普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 共同设立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持股 90%，用友优普持股 10%。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 投资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一）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01760P

成立日期：1995年 1月 18 日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

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零售

图书；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机房所在地为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南昌）、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06 月 18 日）；互联网信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

息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机房所在地为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南

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二）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院 2号楼 2层

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培训；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涉及、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续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金枝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用友优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用友优普 2019 年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26,021 万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 22,602万元，营业收入 215万元，净利润 21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的公司名称：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

为准）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法定代表人：陈强兵

（四）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五）经营范围：零售图书；网络、信息、电子产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

配件的批发、零售；互联网科技、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作品的数据库管理；电子设备、

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针纺织品、电子产品、销售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五金交电、文体

用品、机械设备、建材、皮革制品、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包装材料、纸制品的销售；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包装服务；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元） 股权比例

1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800 90%

2 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货币 200 10%

（七）本次投资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基本信息

甲方：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上甲方、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各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告第二部分

“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

（二）出资期限

各方应按各自所认购的江苏用友的出资份额以现金出资。 在江苏用友设立完成后章程规

定的实缴出资日期之前，各方应将现金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

（三）承担的义务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设立活动，任何一方不得以设立为名从事非法活动；

2、在设立过程中，由于一方的过失致使江苏用友利益受到损害的，该方应对江苏用友承

担赔偿责任；

3、应及时提供办理江苏用友设立涉及的审批及登记手续所需的相关文件、证明，为江苏

用友的设立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

4、在江苏用友依法设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江苏用友公司章程的规定，各方作为股

东承担相关义务和责任。

（四）违约责任

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由于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过错，导致江苏用友不能成立时，因设立行为所发生的对外债务和费用由过错

方承担。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用友为公司专业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及运营服务公司，基于“YonBIP 用友商业

创新平台” ，为江苏企业提供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式、交互化发展驱动新一轮商业创新，助力企业数智化，推进工业互

联网应用的普及和示范，共建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圈，服务产业升级。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江苏用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尚处于拟设立阶段，短期内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来看，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对公司

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六、风险提示

公司发起设立江苏用友尚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 此外，本次投资存在因经济

形势变化、市场竞争加剧、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经营风险。

公司将及时披露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 2020-06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权益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授予日为

2020 年 6�月 1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用友网络董事会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43号)。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 共有 1,676 名激励对象完成认购 18,275,161

股，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 本次拟授予 1,676 名激励对象的 18,275,161 股

限制性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股本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76,467 0.06% 18,275,161 20,251,628 0.6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46,744,804 99.94% -18,275,161 3,228,469,643 99.38%

总计 3,248,721,271 100.00% 0 3,248,721,271 100.00%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 2020-063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用友产业园（北京）

中区 8 号楼 E102室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二、《公司关于发起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用友优普” ）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共同设立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公司持股 90%，用友优普持股 10%。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关于发起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编号：临

2020-065）。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三、《公司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金额计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整，期

限为叁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四、《公司关于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计人民币

叁亿元整，期限为壹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五、《公司关于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计人民币叁亿元整，期限壹

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 2020-06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

度的各项规定；

（二）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0 年中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纪华通 股票代码 0026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郦冰洁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

号

电话 0575-82148871

电子信箱 bingjie_li@sjhuato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768,041,470.17 6,934,492,129.98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2,496,782.34 1,178,162,097.20 3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7,063,418.28 644,773,757.70 13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9,988,824.83 592,072,740.96 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20 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20 3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4% 4.50% 1.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676,738,344.75 32,359,117,092.20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42,132,167.49 24,545,721,818.94 19.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5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华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2% 698,880,000 0 质押 620,844,000

上海曜瞿如网

络科技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7% 396,511,551 396,511,551

邵恒 境内自然人 6.20% 386,335,226 386,329,297 质押 345,709,492

王佶 境内自然人 5.26% 327,764,729 327,754,825 质押 327,754,825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4.82% 300,000,000 81,081,081

林芝腾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5% 295,593,761 295,593,761

绍兴上虞吉运

盛商务信息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8% 198,052,771 198,052,771 质押 198,052,771

上海道颖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8% 198,052,771 198,052,771

深圳华侨城资

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3% 170,044,346 170,044,346

绍兴市上虞鼎

通投资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4% 151,928,784 151,928,784 质押 151,928,7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王苗通先生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王苗通设立的合伙企业；王佶先生为

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6,880,000�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2,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按照做大做强互联网游戏产业、稳定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68 亿元，同比增长 12.0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02%。 其中，互联网游戏业务的持续增

长是本期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

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 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游戏行业的整合和收

购，进一步深化与腾讯的深度合作，拓宽其他相关合作，确保公司持续扩大盈利。 于 2019 年

度，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跃网络 100%股权。 此次交易的合并日为 2019

年 6 月 5日，系公司实际取得盛跃网络控制权的日期。 由于盛跃网络在合并前后均受华通控

股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故该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合并了盛跃网络当期期初至合并日所发生的收入、费用及利润，并对合并资产负债表

的期初数以及比较期间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视同盛跃网络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于报告

主体。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7.27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16.60%。

端游方面，经典端游产品《传奇》《最终幻想 14》《冒险岛》《街头篮球》《龙之谷》《传

奇世界》《永恒之塔》《彩虹岛》等持续贡献稳定收入。 其中《最终幻想 14》、《龙之谷》登陆

腾讯Wegame平台后，新增用户及产品流水大幅提升。 2020 年度，公司已推出《热血传奇》怀

旧服，并同步于咪咕快游上线云游戏版本，以回归时长收费制、无商城售卖道具的经典版本内

容受到众多传奇类用户好评，游戏开服当日即追加四组服务器。

国内移动游戏方面，《热血传奇手游》《传奇世界手游》《龙之谷手游》《传世 3D》《Love�

Live!�学园偶像祭》《光明勇士》《血族》等经典和主力产品延续稳定表现。 自 2019 年公司陆

续推出新品《热血传说》《辐射避难所 online》《金装裁决》《命运歌姬》《RWBY 玫雪黑阳》

《流浪者小岛》《樱桃湾之夏 AKB48》《梦色卡司》等精品手游，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收益。其

中《热血传说》截至目前累计流水已经超 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依托 Bethesda� IP�《辐射避难

所》自研的《辐射避难所 online》手游于 2019 年 6 月推出，一经上线即稳居 IOS 免费榜首位

多日，实现较好的收入表现与口碑，验证了游戏的持续性及玩家的认可度。 海外移动游戏方

面， 主要产品《阿瓦隆之王》《火枪纪元》 继续保持优异的流水表现。 2020 年新产品《Idle�

Mafia》上线后一周内取得 Google� Play 美国地区模拟类游戏榜单前十的成绩。

新产品储备方面，公司持续加大新游戏的研发及细分市场的布局，目前公司拥有的《龙之

谷 2》《庆余年》《传奇天下》《代号：远征（待定）》《小森生活》《饥荒（暂定）》《Project� D

（待定）》《恶魔城（待定）》《古龙群侠传（待定）》等数款移动游戏正在研发过程中，涵盖

MMORPG、ARPG、放置经营、养成、卡牌等多种品类类型。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含铜杆加工）实现营业收入 10.40 亿元，较上年同比下

降 10.67%。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以下简

称 "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的企

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

则的相关会计准则。 本集团自规定之日

起开始执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议案

公司根据新准则要求，已于 2020年 1月

1日起调整报表相关项目， 详见本报告

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第五节、重

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31

（3）、2020 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卓 毅 （上

海）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6日

13,500,

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20 年 05

月 26日

完成工商变

更

172,745.70 -21,509.01

掌彩网络科

技 （上海）

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6日

2,85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20 年 05

月 26日

完成工商变

更

414,766.72 77,404.49

上海博笑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年 05

月 26日

3,65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20 年 05

月 26日

完成工商变

更

1,348.59 748.58

XII� Braves�

Pte.Ltd.

2020 年 06

月 03日

5,147,203.77 93.42% 并购

2020 年 06

月 03日

取得控制权

日

733,216.45 224,858.88

2、本期发生的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时点

Actoz�Labs�Pte.�Ltd. 新设 2020年 1月 2日

海南雷霆霸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1月 3日

宜春非比寻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1月 10日

Innoground�Co.,�Ltd. 注销 2020年 2月 1日

上海栎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2月 6日

宜春传奇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2月 24日

上海栎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3月 25日

武汉任游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5月 9日

武汉游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5月 12日

霍尔果斯雷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5月 26日

宜春蛮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5月 29日

上海派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 5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苗通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092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15日通

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9 人，非独立董事邵恒、王佶、胡辉、赵骐及独立董事陈卫东、梁飞媛、王迁通过通讯

表决方式与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苗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编制了《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9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详见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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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通过专人送

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监事黄伟锋先生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浙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能够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违规的情形；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去向明确。 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无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情形，监事会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94）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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